
解码游戏“捏脸”

为玩家“造梦”也存在“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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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作协推出系列活动激励写作者多出精品力作

用鲜活语言讲好天津故事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运用空镜加特效的方式，视频作
品《天津千年古镇杨柳青实拍》向人们呈现了杨柳青古镇
静谧幽深的美。
视频作者、本报摄影记者孙立伟一直在关注杨柳青，

也一直在思考怎样用短视频的方式展现杨柳青的诗情画
意。“我看到很多有关杨柳青古镇的航拍视频。我想从游
客的第一视角，从地面上把它拍出来。
一开始用几个慢画面，先把观众带入到
杨柳青，后面我就用快闪，把大量的画面
放进去，让大伙儿跟着音乐的节奏，把画
面记录在脑子里。”

游客视角感受杨柳青

本 报 讯

（记者 张钢）
日前，由张吃
鱼 执 导 ，沈
腾、马丽主演
的科幻喜剧
电影《独行月
球》发布海报，该
片将于今年在全国
公映。
该片故事发生

在2033年。为了抵御小行
星的撞击、拯救地球，人类在
月球部署了月盾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时，
维修工独孤月意外错过了领队马蓝星的撤离通知，一个
人落在了月球。不料月盾计划失败，独孤月成为“宇宙最
后的人类”，开始了他在月球上的窘迫生活。

该片改编自赵石的同名漫画，是开心麻花团队拍摄
的首部科幻作品。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4·23”世界读书日将至，天津
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推出招募领读人、诵读
征集等主题活动。
4月13日起，天图联合天津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推

出“清悦之声”领读人活动，邀请青年书友、阅读推广人
以优秀书籍为载体，结合自身特点荐书，用丰富的表现
形式集中讨论社会热点话题，讲述生活中的精彩故
事。通过专家审核的优秀投稿音频作品，经后期包装
后在线上展示。
“世界读书日·一起读书吧”诵读征集展示活动，邀请

读者选取喜爱的书籍、诗词、美文、科普文章等佳作中的
重点片段，进行领读展示，以激发更多人的阅读兴趣。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结合我市开展“迎盛会、铸忠
诚、强担当、创业绩”主题学习宣传教育实践
活动工作，市作协将陆续推出“迎接党的二
十大·国之大者”系列文学主题创作活动、“与
时代同行”文学质量提升工程馆藏展、“喜迎
盛会正芳华、青春奋进新时代”网络创作活动
等，激励广大写作者创作更多优秀文学作品，
推动全市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由市作协创联部策划的“迎接党的二十

大·国之大者”系列文学主题创作活动分为五
大项，其中“凝聚新力量、筑梦新时代”主题诗
歌创作朗诵活动，联合市青联、市诗词学会等
开展诗歌创作和朗诵，展示青年精神风貌，谱

写青春精彩华章。
“山乡巨变”文学采风创作活动，市作协

联手武清区、宝坻区、蓟州区作协，通过深入
乡村田野实地采风采访、聘请专家授课等形
式，组织作家倾力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
同时，与静海区作协、河北区作协等五个区
作协开展新时代文学创作基地揭牌暨送文
学进基层活动。
“城市记忆”散文征文活动，市作协联合

市散文学会等，组织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对天
津“时代印痕”“乡土民风”“工业遗存”等诸多
领域进行采写，彰显时代精神，反映地域风
貌；滨海新区作协、和平区作协结合当地海洋
文化、盐渔文化和志愿爱心服务等地域特色，

开展城市发展历史记忆主题创作。
“赓续红色血脉·缅怀革命先烈”诗歌创

作朗诵活动，市作协与北辰区作协、西青区
作协、河西区作协、河北区作协等，共同组织
作家、会员及文学爱好者到天津烈士陵园祭
奠缅怀革命先辈，邀请专业播音员、作家代表
现场创作朗诵优秀经典诗歌作品。
“读书有意思”系列活动，市作协与市电

力作协等行业作协，通过线上读书分享、线下
共学计划等形式，营造全民阅读的书香氛围。
此外，天津文学馆将推出“与时代同

行”文学质量提升工程馆藏展，集中展示天
津文学工作成果和广大文学工作者踔厉奋
发的精神面貌；迎接党的二十大“与时代同

行”系列文学公益活动，邀请著名作家与会
员、文学爱好者共同探讨文学话题，提升大
众文学水平；“向经典致敬·诵读文学作品”
朗诵会，通过诵读经典拉近大众与文学之
间的距离。
市作协网络文学专委会开展“喜迎盛会

正芳华、青春奋进新时代”网络创作活动，邀
请网络作家以迎接党的二十大、展现当代天
津社会风貌等为主题进行书写；“唱响网络主
旋律、弘扬时代正能量”网络文学短篇作品创
作有奖征文活动，组织网络作家开展现实题
材创作采风，让天津高质量发展成为文学创
作的源头活水，用鲜活的网络文学作品讲好、
讲活天津故事。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启动游戏，进入“捏脸”系统，“捏”一个与
自己一样的游戏人物，让“他”在虚拟的游戏
世界中成为一名剑客、法师或者球星——近
年来，随着游戏产业不断发展升级，“捏脸”成
为很多游戏必不可少的功能，只要动动手指，
就可以在游戏中“复制”任何一个人的形象。
“捏脸”让不少玩家沉浸其中，也催生出“捏脸
师”这一行业，但同时也应看到，高自由度的
“捏脸”并不代表可以逾越法律边界。

提升玩家沉浸感

记者在很多游戏产品中发现，“捏脸”系
统一般设计在游戏开局之前，玩家可以自主
选择游戏主角的身高、体型、发型、服装，一些
游戏还允许玩家详细设置人物的五官、皮
肤。只要肯花时间，或者参考他人数据，玩家
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满意的游戏人物形象。玩
家群体中，甚至不乏只沉浸于“捏脸”而不玩
游戏者。
资深游戏玩家孙敬博，同时也是一位游

戏产业从业者，在他看来，“捏脸”是游戏产业
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产物。他认为，“捏
脸”首先满足了游戏玩家对于沉浸感、自由度
的需求，“捏脸”可以让玩家以自己的形象畅
游虚拟世界；此外，当下很多产品是具备社交

功能的网络游戏，一个帅气、漂亮的游戏形象
可以让玩家成为虚拟世界里的焦点。对于游
戏厂商来说，“捏脸”系统不仅可以增加玩家
游玩时长，还可以推出一些“皮肤”或者特殊
功能作为“氪金点”提升利润。

“捏脸师”月入过万元？

由于玩家对“捏脸”的追捧，“捏脸师”这
一行业应运而生。近日，“兼职游戏捏脸师月
入上万”成为微博上的热议话题，“捏脸师”就
是熟悉游戏“捏脸”系统，可以为玩家提供“捏
脸”数据或是量身定制服务的从业者。记者
采访到兼职“捏脸师”吕悦，她介绍，一件定制
“捏脸”作品一般收费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
创作时间短则半小时，多则几天，每当具有
“捏脸”功能的新游戏上线，她都会第一时间
熟悉“捏脸”系统。除了能为自己带来一些收
入，吕悦同样看重“捏脸师”创造的无形价值，
“‘捏脸师’有点像游戏世界的整容师、造梦
师，我本身也是玩家，能感受到玩家收到理想
游戏人物形象时的兴奋。”
不过，对于“捏脸师”的职业前景，吕悦认

为应谨慎看待。她介绍，行业内确实存在高
收入的“捏脸师”，但基本上是职业团队或是
一些游戏、软件的签约工作者，兼职“捏脸师”
想要实现“月入过万”，必须有足够的客户资
源，且要“开足马力”。吕悦认为，“捏脸师”目

前还是一种小众的民间技能服务人员，如果
要成为正式的行业，还应解决很多“痛点”，
“比如建立专业的交易平台，方便解决创作和
交易纠纷。”

“明星脸”或涉嫌违法

“捏脸”虽是伴随游戏产业发展出现的新
事物，但其涉及的诸多问题在法律法规上已
有相关规定，因此，无论是“捏脸师”、商家出
售“捏脸”商品和服务，还是玩家购买服务，都
应注意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记者在多个交易
平台发现，有关游戏“捏脸”的商品和服务主
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由“捏脸师”为玩家提
供的定制服务，大部分玩家会要求“捏脸师”
按照自己的照片创作，或是按照一些明星的
形象创作；二是一些商家单独或打包出售的
“捏脸数据包”，其中很多商家都是从游戏论
坛等渠道下载的他人创作的“捏脸”成果。
对于“捏脸”商品中涉及的“明星脸”现

象，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高萌认为，
玩家利用“捏脸”系统创造游戏人物形象，属
于合理使用游戏功能，但如果对他人的形象
进行复制并在网上售卖或传播，按照《民法
典》相关规定，卖方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权
行为。对于“捏脸”创作本身是否具有著作
权，高萌表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是思
想的独创性表达，客观上应呈现出“从无到
有”的过程，“捏脸”系统中的每一个面部特征
的数据都已经预先设置在算法之中，“捏脸”
实质上就是利用游戏内的算法规则对素材进
行重新整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法
院的支持。

天津图书馆招募领读人

开心麻花首拍

科幻作品

天津先行者男篮孟子凯再次入选国字号球队

首度入选“三人篮”尽快适应是关键

青岛足球俱乐部宣布退出中甲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进行的欧冠1/4决赛次回合
比赛，皇马和切尔西的较量引人关注。首回合主场1：3落
败的切尔西一度以4：3反超总比分，但最终还是在加时赛
中被皇马5：4逆转，无缘卫冕。

皇马和切尔西的这场较量，完全可以竞争本赛季欧
冠的最佳比赛。赛前，切尔西主帅图赫尔认为，一切皆有
可能，球队需要的是一个奇幻剧本。果然，这场比赛的剧
本一波三折，芒特、吕迪格和维尔纳连入3球，切尔西距
离晋级只剩下15分钟。随后，皇马两位老将站了出来，
先是莫德里奇助攻罗德里戈扳平比分，加时赛本泽马则
打入了制胜球。

对于切尔西来说，他们的客场之行已经做的足够好
了，唯一的不足，就是对手经验太丰富了。被动的情况
下，已经37岁的莫德里奇展示出了优秀的脚法，打穿了
切尔西防线的软肋。“蓝军”在本轮之前的欧冠比赛中只
丢了5球，但对阵皇马时却丢了5球，失去了稳固防守，切
尔西也走到了终点。
对于切尔西来说，这场比赛赢得了尊严，但如今比尊

严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生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切尔
西俱乐部正在面临转让，留给他们交易的时间已经不多
了。这场和皇马的比赛，切尔西在关键时刻的心态崩盘，
其实还是源于对俱乐部未来的担忧。在高压面前，紧绷
的神经非常容易断掉。

另外一场比赛，不被看好的比利亚雷亚尔客场1：1
战平拜仁，从而以两回合总比分2：1爆冷淘汰对手。这
是比利亚雷亚尔主帅埃梅里首次带队晋级欧冠半决
赛，他和球队都创造了历史。

昨天下午，天津先行者男篮球员孟子凯
抵达四川，到中国三人男篮集训队报到。这
是继国青队和国奥队之后，孟子凯再次入选
国字号球队，也是他首次入选三人篮球队。
还在准备季后赛时，孟子凯就接到了入

选中国三人男篮集训队的通知。“入选算是
实现了一部分梦想，但我的梦想不止于此。
当时确实挺开心的，这也是对我努力的肯
定。但心情挺平静的，毕竟当时还在联赛期
间，精力放在比赛上。”孟子凯说，之前对三
人篮球的关注并不太多，也没有想到自己能
够入选。“我对三人篮球最深的印象是大秋
（胡金秋）等人出战奥运会时，通过电视看了
他们比赛。”
随天津队结束本赛季CBA联赛征程后，

孟子凯利用难得的休整时间和家人短暂团

聚。关于入选中国三人男篮集训队的事情，
他和龙凤胎姐姐、天津女排队员孟子璇有过
交流。“只要国家队需要，我们就会全力以
赴。这也是证明自己的更高平台，要把握住
机会。我俩都是运动员，不需要特别叮嘱，彼
此都懂。”
昨天中午11时，孟子凯从天津出发前往中

国三人男篮集训队报到，抵达酒店办完入住手
续已经是17时。接受了核酸检测采样，他进入
房间开始封闭，需要等到核酸检测结果出来
后，才可以进行训练等活动。此次在中国三人
男篮集训队，孟子凯与本赛季代表福建队出战
的区俊炫住一个房间。同为三人篮球“新人”，
二人将互相帮助，共同学习和进步。
谈及在中国三人男篮集训队的目标，孟

子凯说：“我能够入选，可能就在于我的身高

和身体条件，包括灵活性和投射能力。三人
篮球的攻防节奏和转换都更快，对体能的要
求也更高。我需要尽
快了解规则和打法，
努力训练，尽快熟悉
和适应。”
中国三人男篮集

训队目前的任务是备
战杭州亚运会、三人
篮球亚洲杯、世界杯、
U23世界杯等国际赛事，孟子凯期待着能够
代表国家队出战。“我之前入选过国青队和国
奥队，也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这是我第
一次入选三人篮球国家队，我会抓住这个难
得的机会，全力以赴去完成光荣的使命。”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比利简金杯亚大区一
组昨天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展开首日争夺，由“津花”王蔷
和徐一璠领衔的中国队以3：0完胜新西兰队，且凭借仅
丢15局的优势暂列首位。

比利简金杯原名为联合会杯网球赛，是世界网坛最
重要的国家女子网球团体赛事。10日，19岁小将郑钦文
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因为左手手腕伤势严重，将退出比利
简金杯比赛。袁悦替补入围国家队，与王蔷、朱琳、徐一
璠和杨钊煊一同出战。首场比赛，世界排名第143位的
袁悦以7：5、6：2战胜新西兰华裔选手杨子萱，为中国队
赢得开门红。第二场，面对世界排名第462位的霍里根，
王蔷连赢7局以6：4、6：0横扫对手，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
优势。第三场，徐一璠/杨钊煊以6：3、6：1击败伊万诺
夫/劳特利菲，帮助中国队以3：0锁定胜局。

其他比赛中，日本队以3：0击败印度队（同样一盘未
失，但丢了16局），韩国队以2：1战胜印度尼西亚队。这
样一来，中国队以丢局数少的优势，暂时位居首位。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青岛足球俱乐部已正式致函青
岛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表示俱乐部将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
赛。青岛足球俱乐部在退出情况说明中表示：“2020和2021
赛季，作为中超新军，在资金方面存在巨大缺口，加之前任股
东历史遗留的民间借贷债务，让俱乐部背负了沉重包袱，面临
账户被封的困境，甚至对投资方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下一步，
将会重点发展与支持青训与校园足球的工作。青岛队也成为
新赛季继贵州队后第二支退出职业联赛的中甲球队，如何递
补名额已成为外界关心的问题。

此前中国足协公布的三级联赛准入名单中，青岛队的名字
在列，最终选择退出也是无奈之举。
截至目前，中国足协还没有就递补政策正式表态。青岛队

的退出，也让外界更加担心中国足球各级职业联赛的生存状
况。青岛队在资金方面遇到问题，其实并不是个例，如何帮助各
级职业联赛球队渡过难关，应该是中国足协最需要做的工作。

比利简金杯亚大区一组

“津花”领衔中国女网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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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CBA季后赛半决
赛广厦男篮与上海男篮首回合昨晚在南昌赛
区进行，凭借第四节的强力攻势，广厦队以
108：93战胜上海队，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
中以1：0领先。
赛前CBA官方统计显示，双方近10场

交手中，广厦队 9 胜 1 负，唯一失利是在
2020年12月21日以111：123告负。时任广
厦队主帅的李春江，在比赛结束后第二天

宣布辞职，当时的助教、现任广厦队主帅王
博接替了他的位置。广厦中锋许钟豪的6
场禁赛结束，本场比赛正式回归。值得一
提的是，3月 12日正是对阵上海时，许钟

豪对李添荣犯规，CBA官方对许钟豪处以
停赛6场（包括季后赛前两场比赛）、罚款
20万元的处罚。
此番交锋，广厦队上半场以 46：40 领

先。第三节末段到第四节开局，上海队在3
分半钟内打出一波14：0的攻势，以75：74反
超。然而，随着刘铮脚伤离场，王哲林身背5
次犯规，比赛末段上海队在攻防两端都出现
问题。广厦队抓住机会展开攻势，特别是孙
铭徽，单节砍下15分，全场拿到27分。
本场比赛，广厦“双塔”胡金秋和奥卡福

合力砍下42分22篮板。而上海队内线组合
王哲林和任俊威只得到24分10篮板。

CBA半决赛广厦队首回合战胜上海队

欧冠上演惊心对决

切尔西拜仁遗憾出局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快乐生活剧
场：突围（29、30）

天视2套（103）

17:55剧场：吃亏是福
（20、21）

19:45鱼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7:30 剧场：别样幸
福（7、8）
19:00 剧 场 ：猎 鹰

1949（3—6）
22:00 剧场：枪口之

火线孤城（41）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美丽谎
言（34、35）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新说法
19:20法眼大律师
20:10百医百顺
21:00二哥说事儿
天视6套（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突围》第29、30集
债权公司要求钱荣成在24
小时内偿还8000万元本
金，钱荣成打电话寻求傅
长明的帮助，同时以向中
纪委举报其违法行径来威
胁傅长明。傅长明无奈，
只得安排手下给钱荣成开
支票。陆建设到北京状告
齐本安，颤颤巍巍地向林
满江诉苦，遭到了林满江的
严厉批评，但林满江却以京
州中福与京州时报的战略
协议为由，授意陆建设调查
齐本安、石红杏……

天津卫视19:30

■《吃亏是福》第20、
21集 蔡师傅想约端木璇
一起去听音乐会，但被端
木璇婉言谢绝了。包子看
见蔡师傅在收拾东西，得
知蔡师傅准备回上海办理
退休的事情。蔡师傅让包
子跟高燕帮忙照看自己的
房子。曹红霞和吕大姐也
知道了蔡师傅准备退休的
事情，他们都打起了蔡师
傅房子的主意……

天视2套17:55

■《美丽谎言》第34、
35集 黄晓波的母亲找到
医院，讨要那只钻戒。程丹
平静地为这段恋情画上句
号，将钻戒还给黄晓波的
母亲。手术前凡凡病危。
平平凭着双胞胎的特殊牵
连感受到了凡凡的状况，
跑去为哥哥捐肾，却被一
辆疾驰而来的汽车撞上。
凡凡和平平被同时推进手
术室。凡凡的得救和平平
的离开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程刚失去了方向……

天视4套21:00

■《鱼龙百戏》“鱼龙
百戏杯”2022虎年曲艺人
才电视擂台第四场基础擂
台今晚将与您见面。本期
寻师人是第二场基础擂台
的两位复活者——天津时
调演员朱景英、京东大鼓
演员穆祥英及一位新面
孔——天津快板演员韩明
臻，他们将进行本工展示、
趣味抢答两关的竞技。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今天
案子的原告买了一辆电动
车。但是车买到家了，物
业却不让他安充电桩。那
么本案该如何解决呢？

天视6套18:00


